
18 投稿邮箱：yd9333@sina.com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曾衡林 版式编辑 刘也周刊·悦读

谭谈

文字，是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文字，是心
内与心外的桥梁！

人类有了文字，久远的历史就能来到面
前，面前的生活就能流向久远。隐藏的心境能
洞开，把自己内心的世界展现在别人面前。天
南海北相识与不相识的人，在文字里见面，陌
生与熟悉的心，在文字里碰撞、交流。历史在
文字里流动，生活在文字里流动……文字里，
藏着一个美妙的、浩瀚的世界！

一晃，八十岁就在面前了。人到暮年，
把玩把玩文字，从中找到些快乐，充实丰富
自己的晚年生活，却也妙不可言。年岁大
了，体力衰退，精力减弱。年轻时，躲到一个
地方，一干就是好几个月，拿下一部数十万
字的长篇小说，如今已是望尘莫及了。但人
每天都在世上走，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总
想倾吐。于是，忍不住就拿出手机，在那块
小屏上写写画画。这样，一篇千把两千字的
微信短文，就出现在朋友圈里了。看到天南
海北的朋友们，在微信里的这样、那样的回
应，心里甜美极了。好像多年不见、天远地

远的朋友，一下就走到了自己面前，与自己
贴心交谈……如果没有文字，你能有这样的
享受吗？

一次回老家，碰上堂侄刚建成一栋新房。
他要我为他的这栋新房取一个名，写一个匾
额。我突然想起，他的父亲、我的堂叔的名字：
彩辉。心里猛地一动，挥笔便写下：辉彩楼。这
只是把堂叔的名字倒了个而已，然而，却表达
了晚辈对前辈纪念之情。堂侄非常满意。我又
请一位楹联家为他作了一副对联。当横匾和
对联用榆木板雕刻妥挂上新房后，整个屋子，
便充满了灵气，生动多了！

我儿时居住的，是一栋大屋，那里曾留下
我、我们这一辈人儿时的快乐时光。后来老屋
倒塌了，屋场成了一片废墟。去年，我们在废
墟上盖了个四合院，建了一个供村里老人活
动的场所。我为它取了个名：还童园。这一下，
我们儿时留在这里的童年快乐生活，似乎又
回到这个小小院落里了。

文字文字，既可以用字写文，也可以文写
字。用短短几个字，表达、寄托一种心境，一种
意境。这种艺术，叫书法。

有一年，我到常宁。当地的一位知名版画
家带我去看一座山。这是石头山，遍山遍岭，
耸立的全是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石崖。走进
山时，只见每块石崖上，都雕刻着一个个红红
的印章，汇集了印章在中华文化里出现以来
的所有代表性作品。每个朝代的印章，都能在
这座山上的石崖上找到。这是这位版画家耗
尽了他晚年全部时间的心血之作！回到县城，
他要我为这座印山题一句话。我将自己内心
的感慨写了出来：史在章里，文在印中。巧妙
地将印章两字藏在字中。如今，印山已成了当
地一个著名的风景区。

我的一位老友，是一位摄影家。他要出版
一本风光摄影集，嘱我为摄影集写一句话放
上去。我赞叹这位已八旬高龄的朋友不息的
人生追求，于是写道：作品美，人生亦美。家乡
在长沙的商会成立时，喊我写句话给予祝贺，
我写道：用人品经营商品，靠商品完善人品。
我们文联白马湖创作之家的餐厅，请几位画
家画了几张画挂在墙上，我也凑热闹写了一
句话挂在那里：饮食是物质的文化，文化是精
神的饮食。

人到暮年，自找快乐。把玩把玩字，也挺
美啊！

刘金

被列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
目、同时获 2019 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世
界围棋通史》面世了。该书由湘潭大学文学与
新闻学院教授、“围棋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
家何云波主编，编委会中既有中国围棋协会
现任和前任主席林建超、王汝南等担任顾问，
又有职业棋手王海钧、李喆等作技术指导，同
时还有围棋文化研究专家陈祖源、张如安及
一批博士生参与撰稿，其阵容可谓豪华。

该书考察了中国围棋的起源、发展以及
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并将中国、日本、韩国、欧
洲等主要国家的围棋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
以探寻围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社会与文化
意义，填补了世界围棋史书写的空白，是一部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兼备的“匠心之作”。

以棋为道，开启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的新旅程

拥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中国围棋，已成为
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
中国文化的一种典型象征。在与他国文化与
技艺的交流互动中，中国围棋不断向外传播，
以其作为游戏的趣味性、竞技的吸引力、文化
的丰富内涵和美学的独特思想，被广泛接受，
并在世界各国扎下根来。在不同的文化土壤
中，围棋逐渐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与意义，正
如该书在后记中提到：“四千年，围棋从游戏
到竞技，从简单到复杂，从中国到世界……给
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总结、回味、思考、提炼
的东西。”

该书立足于弘扬中华文化，将围棋作为
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进行跨国跨族跨学科
研究，叙述了世界各国围棋相互浸润、吸收、
促进的过程。在当前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
交流日益频繁，亦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在
文化与技艺日益频繁的交流与互动中，在不
断地模仿、改造、接受中，逐渐推动围棋文化
的前进。

以棋为介，下一场引领围棋
发展的“及时雨”

随着人工智能的开发、互联网的普及，围
棋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传统与现代、科
学与人文的交锋中，传统围棋也面临着一个
时代的大变革，值此之际，《世界围棋通史》的
出现可谓正得其时。

该书分为古代、近代、现当代三卷，古代
卷充分描述了作为围棋的中心所在，中国围
棋的起源与发展及日本围棋的早期模仿；近
代随着日本围棋的成功转型，围棋的中心地
逐渐转向日本，进而传至欧美等国；现当代，
在各国围棋的交流互动下，围棋呈现出中日
韩三国鼎立之势，并以东方文化的典型形象

在西方国家得到进一步传播与发展；最终，在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迎来了围棋与人工智
能的新时代。

该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一项高雅的
围棋竞技运动，剥开其一层层神秘的外衣，生
动、形象地将各国的“棋人棋事”呈现在大家
的面前。身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围棋该如何
生存？该书认为，竞技与艺术，科学与人文，将
并存于丰富多彩的黑白世界，展示了作者敏
锐的思维和智慧的洞见。

以棋为料，烹饪荟萃中外的
“文化大餐”

《世界围棋通史》用学术的话语讲述了围
棋在大千世界中的一段段故事，汇集中外素
材，用有意义与有意思的完美配方烹饪出了
秀色可餐的“美味佳肴”，既能成为围棋爱好
者们津津乐道的“私房菜”，也将成为专家学
者研究围棋文化的“风向标”。

该书既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依据，又兼
顾到围棋自身的发展规律，注意纵向的研究，
上下求索，追根溯源，力图理清各国围棋发展
的脉络；又注意横向的研究，比较各国围棋发
展的特点，研究它们之间彼此的历史联系和
互相影响，从而探明各国围棋文化发展的共
性和特点。这种文化与技术的融合、宏观与微
观的探析、纵向与横向结合的研究与写作方
法，使本书的论述显得全面深入，开拓了全球
化背景下世界围棋史研究的新方向，为各类
人群提供了吸收、了解围棋的营养大餐。

围棋地理，发现之旅，《世界围棋通史》开
启了一段探索世界围棋历史的新旅程，呈上
了一道展示世界各国围棋风貌的“文化大
餐”。这，也正所谓是“风景这边独好”。

（《世界围棋通史》何云波主编 湘潭大学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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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六稳”“六
保”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任务。2020 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赋予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新开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促进人才流动”等与
房地产业发展直接相关的重点任务与基本要
求，意味着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下，中
央仍坚持保持房地产调控定力，维持“房住不
炒”基调不变。

与发达国家比，当前我国城镇化率、特别
是 户 籍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仍 有 较 大 提 升 空 间 。
2020 年人均 GDP 必然高于 1 万美元，城镇常
住人口比例由 18%增长到超过 60%，中国的房
地产市场也呈现出与快速城镇化类似的热火
朝天局面。

孙倩博士的专著《非线性视角下住房价格
及其泡沫研究》，日前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
版。该书有大量的亮点，如较新颖地从理论上阐
明了住房价格在宏观、微观主体上呈现的波动
形式，探讨了住房市场泡沫的空间相互作用与
空间结构变化形式，揭示了我国住房泡沫呈现
出南北方向中部高、两端低，东西方向东高西
低的特征等。但个人认为，结合本书所发生的
背景，即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过程，探讨新型
城镇化水平与住房价格互动关系是牵动整本
书结构体系的关键，其分析视角和分析思路值
得推介。

该书认为新型城镇化对住房需求的影响
表现在三方面：农村转移人口的刚性住房需
求和城镇居民的改善住房需求，产业集聚对
商业和工业生产性用房的需求及由此形成的
劳动力住房需求，以及城镇空间形态优化过
程形成高质量房地产需求。上述需求通过新
型城镇化刺激房地产，推动住房价格上涨。同
时，该书认为，从供给角度看，城镇化过程中
大量农业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了
城镇土地供给，潜在缓解住房价格压力；同
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配套基础设施占用大
量土地，将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带动住房价格
上涨。

本书从两个角度分析了住房价格如何影响
新型城镇化。

一是探讨住房价格抑制新型城镇化的机
理。本书认为住房价格上涨及其联动的租房价
格上涨，会增加农民市民化的成本，也会通过增
加城镇居民既有财富拉大城乡间差距，抑制农
村人口转移积极性。另外，房地产价格上涨过
快，会导致居民消费的机会成本增加，从而使
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增加。住房
价格上涨还会增加非房地产业生产的机会成
本，资金会从低利润率的非房地产业流向高利
润率的房地产业。上述关联的直接结果均表现
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阻碍新型城镇化道路
的推进。

二是探讨住房价格上涨促进新型城镇化
的机理。本书认为，住房价格上涨会刺激资金

流入，增加住房的投资力度，带动建筑业等企业
发展，吸引更多农民工进入城镇；同时，住房价
格上升引起房地产业利润率增加，会刺激开发
商增加房屋开发面积，改善住房质量，城市基础
配套设施更加完善，进一步吸引农民从农村向
城镇转移。

基于上述的供需和因果关系，本书在考虑
新型城镇化在人口城镇化、城镇数量扩大、空间
外延和产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还将环境、资源、
社会发展等因素纳入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由
此，利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理论，基于
数据对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住房价格之间
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住房
价格在短期内的不同时点受到不同随机变量
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两者相互影响，表现出
显著的相关性。湖南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对住
房价格的上涨有推动作用；反过来，住房价格
上涨也会影响其新型城镇化水平，但存在一定
的滞后期。

上述研究揭示了新型城镇化和住房价格在
湖南的表现形式，在新型城镇化向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房住不炒”必然是今后一段时间房地
产市场主基调，建立住房价格调控的长效机制
必须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相关因素寻找突破
口。因此，本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体系值得相关
研究人员和政策部门参考。

（《非线性视角下住房价格及其泡沫研究》
孙倩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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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地理，发现之旅
——读《世界围棋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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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萍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
的人文；难忘的乡音，难解的乡
愁，成就了我的这本书。”谈起自
己的《桑梓地·志中札记》，王志
中老师感慨万千。

王志中老师出生在洞庭湖
腹地沅江市，既在三湘大地挥洒
过青春汗水，也在琼州海峡为特
区建设奋斗半生，退休后在广州
颐养天年，他牵挂最深的还是自
己出生的那片故土。

作为湖湘儿女，他对故土有
着深刻的眷恋之情，对亲人有着
强烈的爱恋。回忆母亲：“一个弱
女子，带着四个年幼的儿女，凭
着缝纫技术，奋斗在社会的最底
层，挣扎着求生”，母亲的这种坚
韧和无私，正是他自身优良品质
的源头；不忘家乡的黄土垉，因
为在这里，“最幸福的一件事是
找到了我的心上人”；不忘“起
屋”时邻里上百号人一起来助
力，至今还清晰记得新抹在墙上
那股散牛粪、谷壳、石灰混在一
起的泥土芬芳……

作为长期从事农业机械管
理研究的高级工程师，王志中老
师在全国水田耕整机械化的研
究领域颇有建树，为海南省农业
机械化的普及耗尽心思。1996
年，他作为中国专家组的一员，
与俄罗斯专家交流讨论发动机
技术。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在
翻开这本《桑梓地·志中札记》时
感叹：“我仿佛又看到了30多年
前我和志中一起冒着酷暑在田
中做耕整机驱动轮试验的情和
景。”

作为家里的主心骨，在妹妹
心里，哥哥是榜样，是点亮自己
的心灯，“在乡下当拖拉机手时，
大哥积极进取，年年都是先进；在
湖南农业大学农机设计制造专业
念大学时，大哥是班上的党支部
书记兼班长；毕业分配到省农机
管理局，大哥是单位的骨干、高
级工程师、全国农机专家。”

“我出生在新社会，成长在
五星红旗下，亲历和参与了国家
的现代化建设，曾经也饱经人生
的酸甜苦辣。”作者以人生经历为
纲，在这本《桑梓地·志中札记》里
展现了溯祖追源不忘根本、踌躇
满志报效家国、满腔柔情眷恋亲
友的充沛情感。他用自己对故乡、
对往事的惦念，告诉年青一代，今
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是
前辈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结
果，复兴圆梦仍需大家前赴后
继、不忘初心地去努力拼搏！

（《桑梓地·志中札记》王志中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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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住房价格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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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

[澳]陈志勇著 常立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继《抵岸》之后，雨果奖、世界奇幻
奖及奥斯卡奖得主陈志勇全新话题力
作《蝉》，摘下 2019年 CBCA图画书奖，
入围 2019年度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短
名单。《蝉》讲述了一只来到人类钢筋水
泥世界的蝉，在打拼中迷失和接纳自我
的故事。17年来，蝉勤勤恳恳地工作，任
劳任怨，忍气吞声，但始终没被人类接
纳为同伴，不被认可，不被尊重。故事的
最后，没有工作、没有家、没有钱的蝉，
走向了摩天大楼的顶端……蝉，飞回它
的森林了吗？这个故事非常适合那些在
工作场所觉得自己的价值被低估、不知
所措、受到歧视的读者。在当今社会，一
些公司将员工视为屏幕上的数字，而不
是一个拥有情感、需求和抱负的活生生
的人。蝉的故事不禁让我们思索：在活
着的惯性中，那些被我们省略的生活，
那些我们充耳不闻的内心呐喊，那些为
了被喜欢、为了迁就“大家”而舍弃的

“我”，真的不重要吗？这是一本内蕴丰
富的绘本，既可以看作成人世界里有关

“社畜”的寓言，也可看作青少年时期校
园霸凌等欺凌事件相关的故事。书中的
图像非常具有冲击力。

《寻访中国古村镇》

王喜根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镇古村落，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根基，也被世人称作是
中国人“最后的精神家园”。作为
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史的国
家，众多形态各异、风情各具、历
史悠久的古镇古村落，是中华民
族生活、生产、生存的基本载体，
是一部拥有千姿百态、异彩纷
呈、文化厚重的史书，是民族历
史和精神情感之根，是不可再生
的文化资源。近年来由于大力推
进城镇化建设，古镇古村落的消
亡进入了高潮，保护中国古村镇
已刻不容缓。作者走访了 200 余
个中国古村落，最终选定了山西
平遥古城等100个具有代表性的
古镇，从人文的视角出发，叙写
这些古村落成为传统文化之星
火的历史内因和外在动力，介绍
它们的自然环境、治理模式和经
营理念，既写出了往昔古村落的
难题与困境，也写出了它们当下
的涅槃与新生。作者为古村镇立
传，希望国人都能寻得到乡愁，
回得去故乡。


